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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蒋光鼐，字憬然，1888年 12月出
生于广东东莞。1906年，他考入黄埔
广东陆军小学，加入同盟会，立志救国
救民。辛亥革命时，他与陈铭枢、李章
达等人一起到达武昌，投到黄兴麾
下。旋即作为学生军敢死队员，参加
汉口龙王庙登陆和收复汉口的战斗。
1912年，以军功被选送保定军校。次
年，“二次革命”爆发，蒋光鼐参加了李
烈钧领导的湖口起义。起义失败后赴
日本，在黄兴主办的军事训练班“浩然
庐”学习，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之后一
直追随在孙中山先生左右。

孙中山逝世后，蒋光鼐继承他的
遗志，东征北伐，屡建奇功。北伐战争
中，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屡有战果，被誉
为“铁军”。后所部改编为 19路军，蒋
光鼐为全军总指挥。

蒋光鼐不仅是一名有责任感的优
秀军人，更是一个心怀天下的爱国将
领。他一生坚持一个信念，那就是抵
抗外敌，反对内战，救亡图存。

1932 年，日军制造了一·二八事
变，企图占领上海。当时驻守上海的
中国军队为第 19路军，蒋光鼐担任最
高指挥官。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和中
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的影响和推动
下，蒋光鼐决心抗击日寇，保卫上海。
他奔赴前线，亲自指挥，并通电全国，

“尺地寸草，不能放弃”，表示了誓死守
卫国土、抵御强敌的决心。

在接到日军的最后通牒时，蒋光
鼐毅然下令：“用大炮回答他。”他拒绝
南京政府要求停止抵抗的命令，指挥
19路军，顽强奋战，苦撑月余，粉碎了
日军“四小时占领上海”的狂言。淞沪

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
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
民期望和平的愿望，一意孤行发动内
战。1947年，蒋光鼐秘密从事民主革
命活动，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一起，共
同筹划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建
工作，并和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
派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1948 年元旦，民革成立，宣告与国民
党当局在政治上公开决裂。

新中国成立后，蒋光鼐被任命为
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部长，主管
全国纺织工业的生产。他为了熟悉纺
织行业发展情况，十分注重学习，虚心
听取专业技术人员的意见，深入生产
现场调查研究，着力解决纺织原料跟
不上发展需要的突出矛盾。在工作生
活中，他严格要求自己，艰苦朴素，廉
洁奉公，同共产党领导干部真诚合作、
协商办事，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
信。1967年 6月 8日病逝于北京。

2008年 4月，蒋光鼐故居被列为
东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最近两年
来故居参观的观众越来越多，2019年
故居还开展了蒋光鼐生平事迹进校园
的主题宣传活动。

2015年，东莞市虎门镇政府启动
了建设蒋光鼐博物馆项目，在故居旁
打造一个集展示、教育、旅游于一体的
博物馆，以更好地发挥蒋光鼐故居作
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社会效益。

（据新华社广州 8 月 15 日电 记
者 黄浩苑）

□本报记者 何可

8月 12日上午，在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西大街党群服务中心，80岁
老人谢瑞清正带领着几位志愿者在
纸上一丝不苟地描画第十一届全国
民族运动会的吉祥物“中中”。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
线，要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谢瑞清和她的民族团
结志愿小分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柴米油盐酱醋茶，谁家的日
子不磕磕碰碰的，没事没事，回去
给婆婆倒杯茶就没事了。”这是谢
瑞清在对嫁到辖区内回民家庭的
汉族姑娘的家庭纠纷作调解。清
官难断家务事，家家有本难念的
经。谢瑞清和她的民族团结志愿
小分队在家庭矛盾、邻里纠纷、民
族纠纷等方面一直扮演着调解者、
联结者和知心人的角色。

4年前，为给辖区群众提供更好
的服务，谢瑞清组织成立了“谢阿姨
工作室”，组建了谢阿姨民族团结志
愿小分队。该民族团结志愿小分队
由辖区内汉族、回族等民族的十余位
志愿者组成，主要参与邻里矛盾调
解、民族事务调解、民族政策宣传和
民族融合等方面工作。辖区群众说：

“谢阿姨工作室，很给力很暖心。”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即将

开幕，谢瑞清忙着带领民族团结志
愿小分队积极参与城市环境综合整
治提升、民族政策宣传、运动会宣传
等行动。“民族盛会即将在郑州举
办，这是对郑州的认可，也是对郑州
民族团结工作的认可。”谢瑞清欣慰
地说，“今后，我会更加积极地投身
于民族团结和志愿服务事业。”③8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通讯员 孙
新宇）阳光下，4000余名英气勃发的
小伙子反复排练动作，每个人额头上
都渗出了汗珠。8月 15日，记者在登
封市塔沟武校训练场看到队员们备
战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开闭幕
式的火热场景。

为了把开闭幕式办得隆重、热
烈、喜庆和节俭，同时凸显出河南文

化元素，本届民族运动会开幕式《少
林少林》《会徽演绎》和闭幕式《点赞
新时代》《同心共筑中国梦》等 16个
节目，将由经验丰富的塔沟武校的队
员们来表演。

塔沟武校的队员们认真执行导
演组的安排，细化站位和动作并反复
演练。“我们现在是累并快乐着，毅力
得到了磨练，体能也得到了很大的提

高，我们有信心呈现出一场精彩的表
演！”16岁的熊林峰说。

“武术是国粹，也是河南的特色
之一，导演组的节目创意中，武术占
了相当大的比重。从节目的排练效
果来看，精妙的创意和精致的表演，
足以震撼到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
一定要把最精彩的节目展现给全国
观众，展示河南人民的风采。”少林塔

沟教育集团法定代表人兼总教练刘
海科表示。

据了解，在开幕式表演中，最大
的亮点是少林和太极两大武术元素。
目前，节目编排已初步成型，每天都有
参加演出的队员到开幕式现场进行
场地适应和细化调整。按照组委会
的日程安排，首次全场合排将于 8月
17日在郑州奥体中心进行。③5

蒋光鼐：

“尺地寸草，不能放弃”

4000余名塔沟小子厉兵秣马

河南武术将点亮开闭幕式

暖心的
“谢阿姨工作室”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陈学桦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办理房子
过户时，可以一并办理电表过户，我又
少跑一趟，真是太棒了！”8月 15日，焦
作市某小区新户主张先生在供电部门
提供的居民供用电合同上签字后，便
完成了电表过户办理手续，成为我省

“不动产电力业务政企联办”的首位受
益者。

张先生享受的便利服务，源自国
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推出的电表过户与
不动产过户联动办理新举措。众所周
知，不动产过户后，电表要随房过户。
以往不动产业务与办电业务是先后串
行办理关系，待不动产过户完毕后，电
表才能由老户主过户给新户主，群众
需要先后前往不动产登记机构和供电
公司营业场所提交资料、办理过户。

今年，省电力公司落实深化“放管

服”改革要求，研究推动电力业务与政
务服务深度融合，与省自然资源厅商定
政企业务联办流程，进行政企业务数据
共享，将双方业务串行关系改为并行。
客户办理不动产过户时，可在不动产受
理窗口直接提出办理电表过户要求，不
动产业务平台将电表过户所涉及新产
权证、客户身份证等信息推送给供电公
司，由供电公司直接办理电表过户业
务；全程无需客户再次申请办理或提交
资料，政企业务一次办妥，方便群众“进
一扇门、办多家事”。

在省自然资源厅确权登记局的大
力支持下，省电力公司在国内率先实
施与省级不动产业务平台融合对接模
式，做到了“省级一次对接、全省全域
覆盖”，高效实现全省数据互通、全量
业务联办，全面释放便民服务改革红
利。③8

我省率先实现不动产电力过户业务联办

电表过户不用再专门跑了

随着第十一届全国
民族运动会的脚步越来
越近，为了保证会场秩序
和服务质量，各赛会志愿
者分支队自8月15日起，
分别在郑州奥林匹克体
育中心和各分赛场馆进
行定点演练，熟悉工作流
程。⑨3 何可 潘奕亦 摄

8月 15日，柘城县张桥镇梁楼村村民在采摘早熟苹果。近年来，该县采取
多种措施，鼓励扶持村民发展名优水果、中药材、优质蔬菜等特色种植，积极拓宽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⑨3 张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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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万川明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吴建琴 柴孝天

步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金
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如何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源头活水？光大
银行郑州分行一直在努力探索。

率先举起“理财银行”大旗，“要理
财到光大”家喻户晓；

金融科技异军突起，“金融云端服
务”已成为知名品牌；

始终坚守金融本源，大力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

打造综合金融，提供一站式金融
服务……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作为一家根植
于中原大地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背靠
光大集团“金融全牌照、产融结合、陆港
两地”的特色优势，是如何紧紧围绕省
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扛牢政治责任、
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积极支持我省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在 8月 18日“光大
日”到来前夕，记者对光大银行郑州分
行党委书记、行长杨光进行了专访。

记者：今年 2 月，光大集团与河南

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光大

银行郑州分行是如何用实际行动落实

框架协议的？

杨光：今年 2月 20日至 22日，中
国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晓鹏
赴河南调研，光大集团与河南省政府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来5年，光
大集团在河南的投融资规模将由
2500 亿元发展到 5000 亿元，机构数
量由63家发展到100家。

光大集团与河南省政府签订的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如同给郑州分行绘
好了蓝图。半年来，光大银行郑州分

行以党建引领全局，以无障不除的劲
头，抢抓机遇落实协议，用一个个发展
成果讲述了支持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动听故事：

今年 3月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
一般性存款规模870亿元，4月份 880
亿元，5月份 910 亿元，6月份 920 亿
元，业务发展节节攀升，全行员工士气
高涨。上半年，光大集团在豫投融资
规模增长321亿元，新设机构11家。

7月 25日，光大中心正式入驻郑
东新区龙湖金融岛，今后将充分发挥
集团金融全牌照的优势，为河南发展
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

记者：刚刚过去的 7 月份，全省对

外开放大会召开，大会为河南以高水

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谋篇布局，光

大银行郑州分行在服务河南对外开放

事业中有哪些着力点？

杨光：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开放，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按照“宜快不宜慢、宜
早不宜迟”的原则，支持河南对外开放事
业。第一，大力支持河南自贸试验区建
设，于2018年9月在股份制银行中率先
成立自贸区支行，为3个片区提供“量体
裁衣”的金融服务，截至目前，已与自贸
试验区内685户企业建立了业务关系并
提供信贷支持约41.26亿元。第二，依
托港区支行，强力支持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及其产业发展。第三，对接

“丝绸之路”建设。积极参与“空中丝绸
之路”基金，打造“金融丝绸之路”。
2018年 12月，光大银行郑州分行携手
河南航投开创国内飞机租赁交易在境外
公海区域上空完成产权交割的新模式，
助“空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宽阔。

截至目前，光大银行郑州分行支
持河南重点外向型企业 230多家，融
资余额 156亿元，有力地推动了河南

内陆开放新高地建设。
记者：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

经济发展高质量，需要抓重点、补短

板。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如何利用好普

惠金融，补齐民营小微企业、“三农”金

融供给不足的“短板”，助河南驶入高

质量发展快车道？

杨光：今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发展普惠金融恰
逢其时。为了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提出成为“优质企业
的主流银行、困难企业的帮扶银行”。

在做“优质企业的主流银行”方面，
优选企业建立名单，结合河南省实际发
展情况，分级建立客户优享政策名单，一
企一策设计融资方案，截至2019年6月
底，纳入优享名单客户103户，授信总额
300亿元。在做“困难企业的帮扶银行”
方面，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增强与企业共
渡难关的意识，主动减免一批收费项目，
切实做到为困难企业减费让利，帮助困
难企业走出困境；部分上市公司和大型
企业经营困难，光大银行郑州分行积极
落实河南省政府对重点企业的支持方
案，增加授信，帮助其渡过难关。

对小微企业始终坚持“四个一视
同仁”，解决小微企业融资“急、频、短”
的难题。对受担保链、担保圈风险影
响，出现资金紧张的小微企业，不盲目
抽贷、压贷、断贷。截至 6月底，通过
重组方式帮扶困难企业33户，累计帮
扶贷款余额12.59亿元。

着力推进支持民营经济的“四个
一”工程，发展支持一批优秀民营企
业，探索建立一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的机制和方法，培养创建一支懂民营
经济的专业队伍，打造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的一流业绩，解决了小微企业“不

能贷、不敢贷、不愿贷”的难题。截至
2019年 6月底，光大银行郑州分行民
营企业表内外授信余额 482.38亿元，
较年初增加86.64亿元，增幅21.89%。

支持“三农”，助力脱贫攻坚。光
大银行郑州分行大力支持特色农业和
粮食产业发展，积极培育和推广有市
场、有品牌、有效益的特色产品。在兰
考开展捐资助学行动；在南阳贫困村
开展定点帮扶行动；在焦作支持贫困
村公共设施建设、产业扶贫、教育扶贫
等项目。截至今年6月底，光大银行郑
州分行涉农贷款余额达 158.88亿元，
较年初新增 5.66亿元。其中，精准扶
贫贷款4.86亿元，较年初新增4600万
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2000多户。

记者：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在服务民生方面提

供了哪些便利？

杨光：为了服务民生，光大银行积
极发挥科技优势，搭建“云缴费”平台，
一方面连接收费单位，整合水费、电
费、燃气费、固话话费、手机话费等代
收代缴业务，另一方面整合缴费渠道，
将缴费项目输出至光大银行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等。“云缴费”在河南地区
已经覆盖 18 个省辖市、100 余个县
区，交费种类 300余个，支持微信、支
付宝、银联等多种渠道。今年1至6月
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云缴费”交易
笔数达5594万笔，金额达102亿元。

成绩是进步的阶梯，差距是前进
的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找差距、补短板，以党的建设为
引领，以新发展理念为遵循，以打造一
流股份制商业银行为目标，用服务河
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成绩单，向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③8

为了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

并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第十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的竞赛项目中新增加了民族健

身操，这一项目也成为该届全

国民族运动会的一个新亮点。

民族健身操是由国家民委

为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民族健身操比赛组织

创编的规定套路。这套操以众

多民族典型的舞蹈元素为动作

素材，把健身作为第一要素，将

民族舞蹈的柔美与健身操的力

度自然、流畅、合理地结合在一

起，突出动作的健、力、美，使民族

传统文化与现代健身完美结合。

整套民族健身操时长 3 分

30秒（±10秒），共有56个八拍，

寓意为 56个民族。民族健身操

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却融合了

维吾尔族、蒙古族、傣族、土家

族、藏族等 20 多个民族的舞蹈

元素，将健身操的韧性与民族舞

蹈进行了完美的融合。

关于为什么要推出民族健

身操，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司长

武翠英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全

民健身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向全国推广民族健身操（竞赛

版），也是受到了广场舞的启发，

主要是想借助民族健身操，力求

融科学性和娱乐性于一体，利用

朝气蓬勃的形式，将传统民族

文化传递出去。”③8

（本报记者 李悦 整理）

以高质量金融助力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访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杨光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8月 15日，
记者从 2019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
坛组委会获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保罗·罗默 9月 2日将现身论坛，与
参会者分享其对世界经济的看法。

据了解，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
坛自 2016 年举办以来，每届论坛都
会特别邀请一位国际金融领域的“大
腕”，与大家分享对当下世界经济形
势或衍生品市场趋势的看法。今年
的论坛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内生增长理论领军人物、纽约大学斯
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罗默，
将在 9 月 2 日上午的主论坛上作“世
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增长前景”主题演
讲。

2018年，保罗·罗默因“将技术创
新融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获得诺贝
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前，他还曾是芝
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
福大学商学院和罗切斯特大学的经济
学教授，斯坦福国际发展中心等多个
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专注于全球
金融政治方面的研究。2016年 10月
至2018年 1月，保罗·罗默任世界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

据论坛组委会负责人介绍，来参
加2019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的，
还有瑞银集团、麦格里集团、路易达
孚、澳帝桦商贸、玛氏食品、GSI、英国
石油、伍德麦肯兹等境外知名机构和
企业的代表。③4

诺奖得主保罗·罗默
9月2日郑州谈世界经济


